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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苦期第五主日 
序樂 主禮人進場 眾 立 

禱告  羅曉彤傳道 

讚美敬拜 萬代君主 張忠傑弟兄 

 愛，我願意  

 讚頌祢的愛  

聆聽上帝的話   

誦讀聖經 約 10:1-18（新約 142 頁） 會 眾 

講道 我主聲音·我心細聽 羅曉彤傳道 

回應上帝的話   

詩歌 盡情的敬拜 會 眾 

奉獻  會 眾 

讚頌 讚美一神 會 眾 

家事分享  陳紹銘傳道 

公禱  李細妹姊妹 

經訓 彼前 2:24-25  會 眾 

禱告  陳紹銘傳道 

殿樂  司 琴 
~殿樂後散會彼此問安~ 



萬代君主（生命陶匠，1） 

仁慈公義，細心無微不至，用祢精彩構思，透露高深旨意。 
茫茫宇宙，幾多銀河星宿，夏與冬，春與秋，變幻也在祢手。 

萬代的君主，當得敬拜，聽萬眾歡呼，頌讚主偉大， 
萬代的君主，當得愛戴，全地裡眾膝也跪拜。 
 
 
愛，我願意（讚美之泉 04 - 彩虹下的約定，11） 
十字架上的光芒，溫柔又慈祥， 
帶著主愛的力量，向著我照亮。 
我的心不再隱藏，完全的擺上， 
願主愛來澆灌我，在愛中得自由釋放。 

我願意降服，我願意降服， 
在祢愛的懷抱中，我願意降服。 
祢是我的主，祢是我的主， 
永遠在祢懷抱中，祢是我，祢是我的主。 

 
讚頌祢的愛（和平之君，40；曲：古丹青，詞：古丹青、陳奕楷） 

願意讚頌祢的愛，靠著祢越過障礙， 
在我生命作主宰，為我肩擔苦楚痛哀， 
捨身背十架付上所有，傾出一切無悔的拯救， 
無限眷顧赦我罪尤，引導我走。 

讓我歡欣高舉我主權能，唱頌救主深恩， 
我共祢多麼遠都拉近，靈命自祢更新， 
我要舉起手歌唱主權能，讚頌奇妙大恩， 
從當天起得與主同行，能讓一生主愛導引。 
 



盡情的敬拜（生命河靈糧堂 - 釋放屬天的能力，5） 
耶穌聖潔公義救主，彰顯神的智慧能力。 
祢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滿有豐富無窮的恩典。 

耶穌權柄統管萬有，配得榮耀尊貴頌讚。 
我以心靈誠實盡情敬拜，坐在寶座上深愛我的主。 

舉起我的心來敬拜祢，用生命來回應祢的愛， 
哦，我的主，讓我單單在乎祢，盡情地敬拜祢。 
 
 
 
讚美一神 
讚美一神萬福之源，天下生靈都當頌言； 
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同心讚美父子聖靈。阿們。 
 
 

 

 

 

 

 

 

 

 

 

 

 

 

 



聽主道筆記︰2018 年 3 月 18 日 講員︰羅曉彤傳道 

我主聲音·我心細聽 約翰福音 10 章 1 - 1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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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 in Glory; 基督在榮耀中 
 

預苦期第五週 讀經經文 
 詩篇 舊約 新約 福音書 

詩 51:1 – 12  耶 31:31 – 34 來 5: 5 - 10 約 12:20 - 33 



家事分享 

1. 歡迎新朋友出席本堂聚會，與我們一同敬拜上帝，願上帝賜

福眾人。我們樂意於崇拜後向各來賓介紹本堂。 

2. 受苦節、復活節聚會安排： 

a. 受苦節崇拜：3 月 30 日（星期五）晚上 8:00-9:30 

b. 復活節崇拜：4 月 1 日（星期日）早上 10:00-11:30 

鼓勵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和預備心靈參加，藉禱告、默想及敬

拜，操練銳意作主門徒的生命。 

3. 聖經學院 4 - 7 月課程︰課程將於 4 月 8 日開課，課程包括 

「彌迦書」、「活出信仰：帖撒羅尼迦後書、腓利門書研讀」

及「基要信仰課程」，詳情請參閱課程簡介，鼓勵弟兄姊妹報

名，努力學習聖經，查詢可聯絡馮文富傳道或聖經學院院長

陳家揚弟兄。 

4. 教會年議會：本堂年議會將於 4 月 22 日崇拜後召開，請會友

預留時間出席。 

5. 教會旅行：會友部將於 5 月 1 日（星期二，公眾假期）舉行

教會旅行一日遊，暢遊廸欣湖公園及大澳漁村，並於大澳品嚐

水鄉風味午餐，歡迎本堂會眾參加，名額 120 位。費用如下： 

a. 6 歲以上至成人 - 每位$178 

b. 長者（65 歲或以上）或小童（3 至 5 歲） - 每位$90 

c. 嬰孩（0 至 2 歲） - 免費 

尚餘少量名額，報名請於崇拜後到司事枱簽名及交費，額滿

即止。查詢請聯絡會友部執事符梅芳姊妹或陳紹銘傳道。 

 



6. 2018 年度水禮︰今年水禮將於 10 月 7 日（主日）下午舉行，

同日亦會舉行孩童按手禮。願意接受水禮的弟兄姊妹須參與

聖經學院於 4 月至 7 月舉辦的「基要信仰課程」。若有準備把

會籍轉入本堂的弟兄姊妹，願意報讀這課程，這對教會在考

慮有關申請有很大的幫助。現接受報名；查詢可聯絡李恩全

牧師。 

7. 年度奉獻呼籲︰2017-18 財政年度將於 3 月底完結，鼓勵各

位弟兄姊妹檢視個人奉獻情況，並為此禱告。現時捐獻免稅

額是全年總收入的 35%。 

8. 同工動向︰堂主任李恩全牧師、執事會副主席伍志業弟兄和

李梁玉碧師母現於新加坡參加聖約播道會退修會。 

 

 

 

 
 
 
 
 
 
 
 
 
 
 



禱告事項 

1. 立志禱告： 

主耶穌，袮為世人的罪，雖然死在十字架上，但袮已經復活

了。因著袮勝過死亡，我們就不用恐懼死亡，因著袮是生命

的主，我們就不用害怕明天。懇求袮教導我們要遠離罪惡，

立志活在袮的心意中，敏感聖靈的提醒，在各樣的事情上甘

願交出主權，徹底地呈上自己，在基督裡獻給上帝，並以感

恩的心去經歷不再一樣的人生。 

2. 福音事工： 

求上帝保守屯福堂夥伴宣教士梁鳳霞姑娘在香港境外的門

徒訓練事工，得著能力和信心，建立忠心跟隨主的信徒，讓

教會健康成長。 

3. 關顧代求： 

卡黎勉珍姊妹確診患上癌症，現留院接受治療。懇求上帝憐

憫醫治姊妹，添加姊妹和家人的信心；在困難時，得著從上

帝而來的力量和平安，得著在耶穌裡的盼望；又求上帝幫助

醫生為她安排進一步的治療。 

 

 

 
 
 
 
 
 



主日崇拜負責人 

 本主日—（3 月 18 日） 
預苦期第五主日 

下主日—（3 月 25 日） 
棕枝主日 

主席 張忠傑弟兄 符杏姊妹 

講員 羅曉彤傳道 陳紹銘傳道 

公禱 

當值執事 
李細妹姊妹 張棣華弟兄 

司琴 鄧卓敏姊妹 葉滿枝姊妹 

音響 麥敖晴姊妹 陳世海弟兄 

簡報 李蓮玉姊妹 郭以欣姊妹 

插花 陳秀英姊妹 符梅芳姊妹 

司事 
蔡詠詩姊妹、鄧國慶弟兄 

鄧溢朗弟兄、薜海英姊妹 

蕭潔芝姊妹、姜采玲姊妹 

譚月好姊妹、林梓德弟兄 

接待 盧惠珍姊妹、陳為建弟兄 陳振華弟兄、陳強弟兄 

兒童崇拜 

陳思敏姊妹、林梓德弟兄 

葉崇恩姊妹、陳照明姊妹 

朱嘉誠弟兄、陳靜琳姊妹 

嚴佩君姊妹 

葉崇恩姊妹、鄧卓敏姊妹 

陳美春姊妹、鄧美儀姊妹 

李細妹姊妹、楊順強弟兄 

洪麗芳姊妹、高天賜弟兄 

 
上週崇拜記錄 3月 10日 Jesus’ Teens： 

21 人（青少年人：4 人） 主日崇拜：146 人 兒童崇拜︰15 人 

上週崇拜總出席人數： 182 
 
上週獻金記錄 記名奉獻︰35 人／單位 

經常費及感恩 購堂／還款 慈惠及神學基金 差傳 

38,853.00 25,200.00 200.00 2,150.00 



祈禱會、團契及小組聚會時間表 

團契／組別 聚會日期 地點 時間 聚會對象 

月禱會 
4 月 20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00 本堂肢體 

早禱會 逢主日 本堂 早上 9:00-9:30 本堂肢體 

Jesus’ Teens * 逢星期六 本堂 
下午 2:00-5:30 
（崇拜 3:00） 

高小至大專學生 

兒童崇拜 逢主日 本堂 上午 10:00 幼兒及小學生 

迦勒團契 
3 月 23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8:30 大專／初職人士 

青年團契 逢星期六 本堂 下午 5:45 在職人士 

大衛團契 
3 月 24 日 
星期六 

本堂 下午 6:00 在職人士 

巴拿巴團契 待定 本堂 待定 在職／已婚人士 

家庭團契 
4 月 1 日 
星期日 

本堂 中午 12:00 成年／已婚人士 

富泰天地 
4 月 6 日 
星期五 

本堂 晚上 7:30 家庭／街坊 

生命成長 
查經小組 

逢星期三 本堂 上午 10:30 本堂肢體 

*原有約翰團（星期六下午 4:30）於 JT 生活圈時段進行。 

本週經訓︰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

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

了。】 
彼得前書 2 章 24-25 節 


